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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造雙贏合作伙伴

職業專才教育一直推動本港經濟發展，為各行各業培育專業

人才。為進一步推廣職業專才教育，VTC將參與亞洲教育資源

展(Worlddidac Asia 2016)，其中的The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VET) Connex將透過一連串的展覽及

研討會，促進本地從業員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職業專才教育領

袖和專家交流，並讓參加人士從多角度了解職業專才教育的未

來發展。同時，VTC亦設置展覽攤位，並

設有互動專區，以簡單及有趣的方式，

與參加人士分享技能的原理和樂趣。

不少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等，早已經建立了完善的職業分類

系統。反觀香港，雖然可透過網上不同的平台獲得有關職業的資訊，惟目前仍未有一套完

整和全面的職業分類系統供公眾瀏覽。

有見及此，在2015年開始，VTC總辦事處（行業合作）已著手發展職業分類系統，有關系

統的中英文名稱暫定為職業資料庫Occupation Dictionary。目的是為青少年提供較全面的職

業資訊，以規劃自己未來的職業生涯。

職業資料庫內記載了香港大部分的職業及相關的職稱，並劃分為四級的結構。我們採用的

職業分類是依據聯合國訂定的「國際職業標準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 ISCO)」，分別為主管及經理，專業人員，專業助理，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及銷

售人員，漁農業工作人員，工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操作員及裝配員，以及非技術工人。

每個級別內亦會按職業的特性再作區分。現階段載有超過250個職業的資料，包括其簡介、

主要工作、所需知識、能力和資歷要求、晉升途徑、薪酬及相關的教育和培訓等。同時，

若職業的相關培訓與VTC課程有關，該職業已連結至VTC有關課程的版面，從而讓青少年更

全面地計劃其進修途徑。

職業資料庫網頁預計於今年年中推出試用版，適逢一年一度的亞洲教育資源展(Worlddidac 

Asia 2016)於今年6月7至9日舉行。屆時，職業資料庫網頁在展覽中首次供公眾人士試用，並

會收集參加者意見，令網頁更臻完善。

VTC與建造業議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影片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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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IVDC最新開辦課程

Occupation Dictionary

一個平台　多元化職業資訊

最新職業資料庫分類系統 | 一個平台 多元化職業資訊 | 規劃未來職業 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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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花絮

VTC與建造業議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培育行業專才 
同場嘉許12名傑出學徒

「2015年傑出學徒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暨職業訓練局與建造業議會課程發展合作備忘錄簽署儀

式」於2016年3月23日舉行，VTC與建造業議會簽訂合作備忘錄，致力培育業界人才。另多名

傑出學徒同場獲得嘉許，並分享早前海外考察之旅的成果。

主禮嘉賓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表示：「建造業一片好景，但同時亦面對人手老

化及技術工人短缺問題。現時約有超過40%的註冊工人已年屆50歲或以上。建造業議會預測

未來數年技術工人短缺的情況將會持續。發展局已聯同VTC及建造業議會加強吸引新人入行

及提升工人技能。」

VTC與建造業議會雙方於當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同意在培訓及課程發展方面合作，加強建造

業課程銜接升學安排，提升業界技術和專業水平。備忘錄由VTC副執行幹事陳雲青博士及建

造業議會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主席陳修杰代表簽署，並由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

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陶榮博士工程師及VTC執行幹事尤曾家麗見證。

與此同時，12名表現卓越的傑出學徒亦獲得嘉許，他們來自不同專業，包括建造及屋宇設備

工程、鐵路運輸、電機工程等。其中兩名傑出學徒榮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優秀學徒獎」，

各得5,000元現金獎勵。11名傑出學徒早前獲安排到新加坡考察，到訪當地的工藝教育局中區

學院，參觀院校設施，並了解當地學徒及教育制度的最新發展。他們又到當地企業考察，參

觀消費品跨國企業，拓闊視野。
於主禮嘉賓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後排中）、
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陶榮博士工程師（後排右一）及VTC
執行幹事尤曾家麗（後排左一）見證下，VTC副執行幹事陳
雲青博士（前排左一）及建造業議會建造業訓練委員會主
席陳修杰（前排右一）簽署合作備忘錄

12名表現卓越的傑出學徒獲得
嘉許，肯定他們努力的成果

獲獎學徒早前到新加坡考察，到訪當地
的工藝教育局中區學院，了解學徒及教育
制度的最新發展，並到企業進行考察

查
詢

學徒事務署
網址: www.vtc.edu.hk/apprenticeship
熱線: 2756 4123

「由於父母是建造業的一份子，所以我
對這行業特別感興趣。學徒訓練提升了
我對建造技術、安全及環保的專業知識，
這次獲獎更增強我對工作的信心。」

李嘉發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優秀學徒獎得主
新輝（建築管理）有限公司助理管工
IVE建築學高級文憑課程學生

邱敬霖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優秀學徒獎得主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技術員
青年學院氣體燃料工程技工證書課程畢業生

「燃氣工程是一門有趣的學問。透過有系
統的學徒訓練，我學會了許多燃氣設備和爐
具的運作和知識，並對燃氣行業有更深入的
了解。」

「同時接受專業的在職培訓和修讀技工課
程，使我掌握更多的電機工程技術和知識。
回顧三年的學徒訓練，我確實獲益良多。」

廖家俊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電工
青年學院電機工程技工證書課程畢業生

「訓練期間，我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建築
工程項目，跟進興建進度，學習到許多建
築的專業知識，畢生受用。家人及公司的支
持亦增強了我於這一行發展的決心。」

趙秀芝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營造技術員學徒
IVE建築學高級文憑課程學生

「電子工程範疇眾多，訓練時我接觸到全
面的行業運作，是一個寶貴的經驗。我明白
要成功發展事業，便需要與時並進，掌握行業
的最新知識，所以我會繼續進修，提高自己的
競爭力和專業水平。」

林卓祺
機電工程署技術員學徒（電子）
IVE電子及通訊工程高級文憑課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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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動向

參觀海事訓練學院　讓同學體驗乘風啟航

為推廣海事服務業，VTC海事服務業訓練委員會參加教育局的「商校合作計劃」，安排中學師生參觀

海事訓練學院(MSTI)，目的是帶領學生走出課室，了解更多航海業及職前培訓資訊。

是次校訪活動於2月舉行，28名來自粉嶺禮賢會中學的師生抵達學院後，連串的講解及參觀活動隨即

展開。

首先由招聘及就業輔導主任黃志雄先生介紹學院課程及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接著由見習海員孫先生 

(Vincent Suen) 現身說法，分享海上工作的苦與樂。孫先生引用西方諺語「Fail to Plan, Plan to Fail」勉

勵同學及早謀劃未來事業。期間，黃先生、孫先生妙語連珠，師生互動頻繁，氣氛輕鬆。

分享交流後，黃先生帶領師生參觀學院設施，包括雷達及船舶操控模擬中心。黃先生講解

模擬操控須知後，讓同學親自操控，為他們帶來前所未有的體驗。臨別前，一眾師生在

學院門前合照留念，為活動劃上愉快圓滿的句號。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6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6」開幕禮將於6月8日在青衣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舉行，屆時大會將邀請業界伙伴到來為比賽

展開序幕。「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6」合共有二十五個比賽項目，各個項目將於六月份正式開展，其中「機電一體化」更會

與開幕禮同場舉行，讓到來的嘉賓先睹為快，為現場的選手打打氣。

「機電一體化」專家羅家驊表示今年報名參賽的反應非常踴躍，為了篩選出優異的準選手參與賽事，早於2015年12月已開展

一連串的工作坊及培訓課程。篩選賽將於5月21日進行，被選出的12位參賽者將會成為「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6」準選手，於

6月8日一決高下，首三名的勝出者更有機會被甄選為香港代表參加「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札比世界技能大賽2017」。

在此，我們預祝各名準選手能發揮卓越的水準，並取得驕人的成績﹗

在「巴西聖保羅世界技能大賽2015」取得
「機電一體化」比賽項目優異獎章的香港
選手 (圖左二) 向參賽者作出指導及講解

「機電一體化」專家羅家驊指出是次
香港賽賽制乃參照世界賽而訂定，講
求編制程式設計及裝嵌技巧

招聘及就業輔導主任
黃志雄先生介紹MSTI

師生及MSTI代表在學院門前合照留念

黃先生為學生介紹模擬船艙(mock-up ship structure)

雷達及船舶操控模擬中心

參賽者專心學習，加深
對機電一體化的認識

查
詢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秘書處
網址: www.worldskillshongkong.org
熱線: 3700 5119 / 3700 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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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過往資歷認可事務組(評估辦事處)

網址: rpl.vtc.edu.hk

電話: 3907 6868

過往資歷認可

「一試多證」計劃最新發展

採購業「一試多證」

美容及美髮業「一試多證」

採購業「一試多證」的國際認證機構「國際採購與供應管理聯盟(IFPSM)」，

於1月29日派代表到訪VTC為項目進行了審核。在粵港兩地採購業專家的積極

參與下，「採購師／採購管理（級別四）」考核的開發工作已在4月份完成，

並於4月24日在廣州舉行了試考，有近100名內地考生參加，反應熱烈。

「一試多證」計劃自2013年推出以來，反應理想，得到各行業的專家及僱主

肯定。去年，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更聯同亞洲髮型藝術家協會積極推動美容

及美髮業界人士參加「一試多證」。短短半年間，已有接近70人完成考核，

合格率超過七成。「一試多證」計劃不但能提高美容及美髮業界的職業技能

水平，合格考生更可獲取多項專業認可，包括中國國家職業資格、香港專業

能力評估及國際專業標準聯盟 (ipsn)共三張證書，達致雙贏。

VTC合共為11個行業提供過往資歷認可的評估服務，協助不同行業的

從業員獲取資歷架構認可的資歷。

機電業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於2015年12月15日正式推出，首階段推出的

能力單元組合涵蓋電機工程及焊接兩個範疇，提供合共31項第一至第

四級的資歷供有關的從業員申請。

為配合機電業推行過往資歷認可，資歷架構秘書處於2015年12月9日

舉行了機電業「過往資歷認可」啟動禮，邀請了機電業行業培訓諮詢

委員會主席鄭祖瀛工程師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延續教育)翁佩雲

女士為主禮嘉賓，不少業界人士亦應邀出席，以表支持。啟動禮上，

VTC副執行幹事陳雲青博士致送委任狀予機電業「過往資歷認可」的

評核員代表，感謝他們協助評估的工作，場面非常熱鬧。

國際採購與供應管理聯盟 (IFPSM) 
代表於1月29日到訪VTC，為項目的
國際認證進行審核

粵港兩地的採購業專家於去年
12月9日於深圳舉行會議，討論
採購業「一試多證」項目的考
核內容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與亞洲髮型藝術家
協會積極推動美容及美髮業「一試多證」

業界從業員積極參與
「一試多證」考核

專業能力評估中心

網址: www.vtc.edu.hk/va

熱線: 3907 6793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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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DC最新開辦日本料理製作及創業營商課程 
助待業人士轉型搵好工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IVDC）致力提供多元化及適切的專業培訓。當中包括ERB「人才發展計劃」

下的「就業掛鈎課程」，為15歲或以上、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之失業、待業或失學的香港合資

格僱員而設，學費全免。IVDC今年最新開辦「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及「創業營商基礎

證書」課程，為有志入行人士打好事業基礎。

導師採訪 – 見習員訓練計劃

都市人注重外表，美容、美髮行業對人才有持續的需求。VTC於2012年推出美容美髮業「見習員

訓練計劃」，助年輕人啟發潛能，尋找理想工作。

辜韻儀 ( Olivia ) 為計劃的高級教導員，她指出美容美髮業講求實戰經驗，所以計劃結合培訓及就

業元素，先為報名者安排就業，再安排上課。報名者如通過面試，將獲聘請為見習員，於美容院

或髮型屋一邊工作一邊接受培訓，並於每星期一次到VTC修讀專業課程。學員既能賺取收入，亦

能累積工作經驗，發展事業。

計劃的另一個特色是為見習員安排「一試多證」考試，考取多張證書，包括香港專業能力評估證

書、中國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及國際專業標準聯盟證書，對日後進修及發展事業均有幫助。Olivia

指出，在過去一年，有兩位美髮畢業生憑相關證書，成功申請工作假期，到澳洲從事美髮業

工作，實踐理想。

計劃結合了培訓和就業，協助見習員考取專業資格，是傳統升學以外的理想出路。

查
詢

匯縱專業發展中心
網址: www.ivdc.edu.hk

課程
速遞

高級教導員辜韻儀 ( Olivia )
認為「見習員訓練計劃」是
傳統升學以外的理想出路

日本料理一直深受香港人喜愛，行業人才需求大。IVDC開辦「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課

程，學員可以掌握到各式日本料理製作的基本方法及技巧，如工具運用、烹調方法、食物衛生

等。同時導師亦會教授日本料理的飲食業文化。中心更提供就業跟進服務，助畢業學員入職日

本料理廚師的相關工作。

成為日本一番料理師，邁進成功第一步

政府一直鼓勵年青人創業，而香港工商業發展蓬勃，商機處處。因此，IVDC 開辦了「創業營商

基礎證書」課程，讓有志人士學習創業營商第一步。課程涵蓋了中小企財務管理、營運、市場

推廣策略、如何掌握良好顧客服務、建立團隊、面對逆境、處理衝突等技巧。導師更會傳授個

人素養的知識，讓畢業學員裝備自己，創造精彩人生。

創業營商 實現夢想

查
詢

見習員訓練計劃辦事處
網址: www.vtc.edu.hk/apprenticeship
熱線: 3519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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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速遞

學員獲頒第29屆「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 在職人士自我增值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設立目的為鼓勵在職人士，追求卓越，培養終身學習的精神。

當中「在職人士自我增值獎」是表揚得獎者能發揮勤奮上進的精神，努力不懈地

裝備自己，以適應就業市場的急促變化。本年度匯縱專業發展中心(IVDC) 「樹藝

管理證書」課程 - 幸敬陽學員榮獲此項殊榮。

幸先生曾先後在兩間跨國電子企業的售後服務部任職共達17年，由初級前線員工

逐步晉升至管理層，可是，面對香港經濟轉型和業內的激烈競爭，經慎重考慮 

後，他決定轉行樹藝業，為人生下半場再打拼。

幸先生於修讀課程期間非常好學，短短二個月就能辨認過百種植物。完成課程 

後，他即獲本港有規模農圃植物園聘用，負責打理園景植物及植樹工作。其認真

的工作態度及出色的工作表現，深得僱主賞識，獲僱主連升三級，由一級工人升

為督導員，成為一時佳話。任職後仍繼續於專上學院進修樹木的相關課程，不斷

自我增值。

除了多謝家人的支持外，我亦感激匯縱專業發展中心(IVDC)課程導師的悉心教導，令

我學習興趣大增。課程設計還包括心理調整及求職技巧，能夠學以致用。學員之間亦

互相鼓勵，在手機的群組中還一直分享樹藝及生活的點滴。

IVDC中心的完善設施，亦為學員提供了優良的學習環境。課程令我增進知識及經驗， 

有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的感覺，感激在人生路上與我一起走過的同路人！

得獎心聲 - 幸敬陽

炎炎夏日！想吃輕「營」的食物，又不想只吃沙律這麼單調？大家不妨

參考由IVDC「點心製作課程」導師鍾炳輝師傅在【3 Fun鐘頻道】中介紹

的一道四色素菜餃。這款點心的材料簡單，味道清新，絕對能為你的夏

日餐單增添新意。

【3 Fun鐘頻道】健康素食點心(包括餃子皮)製作

原來我們每天只需花幾分鐘做按摩動作，就能達致

去腫V面效果。今集【3 Fun鐘頻道】由VTC見習員訓

練計劃美容高級導師 Olivia Ku 教大家如何透過按摩

去除面部水腫及提升皮膚質素。

【3 Fun鐘頻道】去腫V面急救大法


